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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經驗，
經驗就是神通；
生活中有智慧，
智慧就是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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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南華連7年 上世界百大綠色大學
【記者江俊亮嘉義報導
】2022年「世界綠色大學排
名」（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12月12日
公布，佛光山南華大學連續7
年榮登百大；名列全球第72、
全國第8，廢棄物處理也連續7
年並列全球第一，教育項目更
大幅進步175分。校長林聰明
表示，學校預計於2028年達成
碳中和，成為世界級的綠色大
學典範。
「世界綠色大學排名」是印
尼大學在2010年發起的評比，
評分項目包括基礎設施、能源
與氣候變遷、廢棄物處理、水
資源、交通運輸、教育等面向
，鼓勵全球各大學一起愛護地
球。今年共有85個國家地區、
1050所大學參加這項評比，台
灣僅30所大學入榜。

期許6年後 達成碳中和
林聰明表示，南華校地面積
63公頃，綠地覆率達75%以上
，校園幽靜典雅，自然與人文
生態豐富，擁有「森林大學」
的美譽；不僅如此，南華也是

知名的「節水高手」，採用各
種省水設施，例如回收雨水灌
溉樹木、建立能源控制與節能
系統，讓水資源永續利用。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南華
大學於2016年成立永續中心、
2018年進行校內碳盤查，通過
ISO14064-1認證，確認全校
碳排放量，去年完成全校樹木
盤點、計算固碳量，預計2028
年達成碳中和。
校方指出，南華長期推廣校
園蔬食，並落實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校長林聰
明於2021年獲頒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專業榮譽獎章
」，日前獲邀參加「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7次締約方
會議」（COP27）記者會，
以「台灣蔬食政策成功經驗」
為題，與國際分享推動永續發
展、培養綠領人才等經驗。
此外，林聰明也跟國際分享
學校成立永續中心、永續綠色
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及2010
年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及
場域雙認證等過程，並在中小
學及機構進行環境教育研習，

同時協助農企業進行環境教
育授課、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計算，推廣並落實環境教育
理念。

雲居晨悟

歐洲的香菜

念佛心開

文與圖／童言

文／心保和尚

小時隨同長輩參加喜宴，常
見到一種皺褶綠色小葉，與雕
工精緻的蔬果擺在盤上裝飾佳
肴，向來不供食用。
升大四的暑假接待一位德國
朋友，與他進餐時，見他瞥見
盤中的皺摺綠葉，隨即挑之入
口，著實令我大吃一驚。
待我親赴德國生活，才明白
台灣餐廳擺飾的皺摺綠葉，其
實是歐洲人日常飲食的香菜，
亦即洋香菜（parsley）。
洋芫荽、巴西里、巴西利、
荷蘭芹、歐芹、香芹都是洋
香菜的中文別稱，分為平葉（
flat leaf parsley）、皺葉（curly
parsley）兩種，原產於地中海
沿岸，是世界上使用最廣的香
草之一，蘊含多種維他命、礦
物質，維他命Ｃ含量尤其豐富
。塔布勒（tabbouleh）是中東
等地阿拉伯民族的一道沙拉，
以洋香菜為主食材，應是洋香
菜的代表料理，在黎巴嫩、敘
利亞兩國的菜色中極具要津。
每逢秋天，奧斯陸超市總會
出現帶葉的洋香菜根（parsley

root），專門食其根部，與平
葉、皺葉的葉用洋香菜同屬，
但不同品種。
纖細的長根彷彿營養不良的
蘿蔔，乃季節特定食材；每每
見其上市，都會買一把回家，
淋點油以烤箱料理，或與紅蘿
蔔、蕪菁甘藍等根莖蔬菜熬湯
，味道清爽甜美。
法國人尤愛洋香菜，將之切
成細末後，應用在馬鈴薯、湯
品、醬汁各類菜肴的習慣已久
，挪威人不知何時開始，也不
遑多讓。
只是現代的挪威人並不清楚
洋香菜於當時期的特殊涵義，
當時若以「出外尋覓洋香菜的
法國女」來描述某一女子，眾
人即知對方所操何業。
洋香菜除了調味烹飪之外，
幾世紀以來亦應用在西方醫藥
中，有助利尿，為藥用植物之
一。
於台灣宴席上充當盤飾的洋
香菜，著實委屈了不可小覷的
營養成分以及醫療功效。

塔布勒沙拉
食 材：
洋香菜1把、薄荷20片、番
茄4顆、芹菜1根、檸檬1/2顆
、燕麥片4湯匙、橄欖油3湯匙
、鹽、胡椒
作 法：
①將洋香菜、薄荷、番茄、
芹菜洗淨瀝乾後，分別切末、
切丁，檸檬榨汁，置旁備用。
②燕麥片以熱水沖泡，切勿
過軟。
③取一大盆放燕麥片，再倒
入檸檬汁、洋香菜及薄荷末、
番茄和芹菜丁，充分攪拌。
④最後加橄欖油、鹽、胡椒
調味即可，與生菜葉或麵餅食
用。
小叮嚀
以燕麥片、芹菜代替道地風
味使用的布格麥（bulgur，碾
碎的乾小麥）、洋蔥。也可用
小米飯或白飯、芫荽取代布格
麥、洋香菜；芫荽氣味濃，數
量宜減。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帶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防疫期間我們所有課程活動以
Zoom meeting 網路方式進行
• 周日念佛共修
每隔一周的星期日 8am – 9am
• 佛教經典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 8:00pm-9:30pm
• “ Zen and Inner Peace”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星期五 7:30pm-9:30pm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 其它不定期網路課程
電影讀書會、太極拳教室、有氧運動教
室、插花教室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org

⬆南華大學連續七年躋身世界
百大綠色大學，圖為南華綠意
盎然的校景。
圖／南華大學提供

三十說

媒體可以救台灣

圖／pexels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
念佛圓通章》：「若眾生
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去佛不遠。
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念佛不是只有音聲，我
們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慈
悲，就要向佛陀學習行大
慈悲。

塔布勒沙拉

企業環保獎金級獎，並獲頒榮
譽環保企業獎、2022亞太永續
行動綠色設計獎銅獎等多項國
、內外環境永續相關獎項。

貧僧有話要說

異鄉食情

摻洋香菜末於馬鈴薯上。

今年南華除了啟動第2次溫
室氣體盤查驗證，也榮獲第四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最高榮譽「
巨擘獎」、連續3年拿到國家

文／星雲大師
念佛的布施，就要學習
佛陀的大布施。
學習佛陀的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實踐佛的
大忍辱、大智慧、大精進
，從念佛中讓自己成長，
如此就會煩惱不生，便是
自得心開。

生命畫語

啟程
文／法芙娜 圖／123RF
朝陽尚未喚醒大地
萬物仍在沉睡
我佇立在寥落街頭
無畏狂風暴雨
啟程是重新的開始
邂逅是注定的重逢
追尋不會因為遺忘而停止
惦念不會因為消逝而磨滅

尤其我們不要讓台灣的媒
體，成為政治人物利用的工
具。現在每天打開報紙，一
眼看去，全篇都是政治人物
對他人不負責任的毀謗批評
，很少有小民的故事。
實際上，我感覺到，在這
一個社會裡，青菜蘿蔔的價
格、牛奶麵包的品質，也都
是與全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
。假如媒體能把政治新聞減
少到只有一、二成，讓全民
的生活所需，在報紙上有廣
大的篇幅報導，政治的衝突
減少了，社會的和諧也就增
加了，這不就是台灣得救的
開始嗎？
我自己也知道，「真善美

新聞傳播獎」聲音太小，
甚至於連我們國內的記者
先生們，不知道有這一個
獎項的，可能也大有人在
。所以，我很願意讓媒體
人自己組織一個公平公正
的委員會，由委員會來主
持頒發這一個獎項。
我想，媒體自我自力自
救、自我訂立公約、自我
自立期許，也是重要的發
展，假如有這樣的活動需
要獎勵，貧僧也極願意支
持。
像貧僧數十年來許多沒
有說過的話，記者都說是
我說的；不是這一回事的
，也都說成這一回事，如
同驢頭不對馬嘴。
（待續）

力行環保

毛毛誰厲害
文／楊婷婷 圖／蘇佳欣
長毛植物不少，蒲公英和柳
絮靠著茸毛隨著風力來傳播種
子，還有一種馬鈴薯葉片上的
毛，細細長長的，會分泌很黏
很黏的液體，飛來取食的昆蟲
遇上黏液，就會被牢牢黏住，
這種毛觸碰到了，就會流出一
種毒汁，這些毒汁可將捕到的

昆蟲毒死。
常見的蕁麻、狹葉蕁麻、艾
麻、大蠍子草，與生俱來祖先
傳給它們的一身防身術，如果
你不小心碰到這些草上的毛，
就會皮膚發癢，疼痛異常！比
一比，誰的毛毛比較厲害？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電話：314-994-1999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Website: www.tzuchi.org

